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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全国

高质量发展拾阶而上

“十四五”开局之年，跨越发展的蜀山，风头
正劲。

2021 年， 蜀山区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35.7 亿元、增长
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2 亿元。 蜀山经开区
成功晋升国家级，三镇入选全国百强镇。连续两
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 D
类第一名， 蝉联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
实力、绿色发展等 5 个百强区，位列 2021 年赛
迪中国百强区全国第十七、全省第一……

2021 年，蜀山已迈入了高质量快速发展的
新轨道。

你看， 蜀山主导产业优化升级，“中国环境
谷”营收超 200 亿元，连续两年翻番；“环境科技
跨区域产业链集成创新机制”入选“长三角自贸
试验区十大创新案例”，为合肥唯一。

你看，蜀山坚持改革不停顿，实体化运行大
建办和营商中心， 推进蜀山经开区接管运河新
城，率先在全市设立“办不成事”办理窗口，试行
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

你看，蜀山运河新城生机勃发，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安医大临床医学院开学招生，工投慧谷
等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天鹅湖商务区提质扩容，
高端服务业不断汇聚。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 每个普通人的感受最
直接，也最深刻。蜀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61180 元、增长 9%。 建立全省首家区级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基地， 开办老人助餐点 54 个，新
增托育机构 13 家、托位 517 个，既有建筑加装
电梯 146 部、居全省第一。

推进“全域科创”
建设环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

冬日暖阳下，蜀山区运河新城天空湛蓝，一
台台无人驾驶智能环卫车来回作业。这些“科技
范儿”满满的智能环卫车，来自蜀山区“中国环
境谷”的一家企业———启迪数字环卫集团。短短
3 年多时间，“中国环境谷” 集聚了以启迪数字

环卫集团等为代表的环境领域重点企业 160 余
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绿
色“蝶变”。

科创，是蜀山发展立区之本、发展之重，更
是蜀山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强劲引擎”。

开局之年，蜀山启动了“全域科创”战略，深
化与中科大、安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38
所、43 所、通用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以“校
（院）地深度融合”促进“三就地”加速，新申报市
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团队 6 个， 新增省市级创新
平台 2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0 户、瞪羚企业
18 家，“专精特新”企业达 37 家，中国工业设计
城获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 蜀山成功
入选中国智慧城市百强、“科创安徽” 首批试点
城区。

为全力扶持环境企业做大做强， 蜀山区组

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首个“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在原有“科创贷”基础上，创新推出“战新
贷”“战新券”“环谷贷”等金融产品，总规模达 5
亿多元。

根据省科技厅 2021 年下达的九批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公告， 蜀山区共有 526 家企业
成功入库，入库数量位居四城区之首，比上年增
长 384 家，同比增长 270.42%。

作为合肥创新之城 ，2022 年的蜀山将以
“全域科创”为统领，全面启动环科大、科学岛科
创走廊建设。 力争推动立基大厦“科里科气”科
创驿站、 蜀科苑综合楼孵化器等载体平台投入
使用。

探索路径

创造经济发展良好体系

一座积淀着精彩与荣光的城市， 在破立并
重中激发出新动能。

位于合肥市政务区的天鹅湖商务区， 已经
成为合肥乃至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中枢， 被称为
安徽的“陆家嘴”。 这里坐落着商务楼宇 73 栋，
共有 35 家全球 500 强企业 ，32 家中国 500 强
企业，47 家上市公司，跃动着生机与活力。

成绩的获得， 离不开蜀山区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的体制机制
建设。

2021 年 8 月，蜀山区成立了区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中心，将企业服务作为深化改革、创优营
商环境的重要工作环节。制定出台《蜀山区进一
步优化企业诉求处理工作方案》，实现了企业诉
求全过程闭环管理，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应、
件件有落实，擦亮“蜀山服务”金字招牌。服务中
心成立 3 个多月来，转办 27 家企业诉求 43 个，
办结 34 个，妥善处理企业发展难题。

2021 年， 蜀山区全面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积极提升服务质量， 市场主体持续保持快速增
长态势。 全区各类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20 万户，
同比增长 18.09％，新增市场主体总量和实有企

业总量均居全市第一。
五年来， 蜀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跨越五个百

亿台阶站上千亿新平台 ， 三次产业比例由 1:
25.9:73.1 调整为 0.3:16.8:82.9。 环境产业异军突
起，数字经济发展迅猛；零售业实现“新”“旧”转
变，文化创意产业获国字号平台加持，进出口总
额保持全市第一，服务业高位转型；工业发展迭
代升级，建筑业总部加快集聚。普华永道、德勤、
戴德梁行等大行大所齐聚蜀山，京东、阿里、华
为等名企首店纷纷落户，引进项目超 800 个，投
资额年均增幅约 7%， 完成外商直接投资 13.5
亿美元，实现“五连冠”。

城乡协调发展

奏响现代化城区发展“协奏曲”

从合肥市长江西路一路向西驱车 20 多公
里，右转兴业大道，再行驶一段乡村县道，就会
看到合肥的新晋网红地标， 年轻人的文艺打卡
“热地”———小岭南。

小岭南所在的马岗村过去基本是个 “空心
村”，2018 年蜀山区启动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通过改造废弃、闲置的农房，打造乡村“诗意盎
然”的特色民宿，马岗村迎来了旅游业发展的新
机遇。 “现在的小岭南，房子有人住、土地有人
种、产业有人做、消费有人来。”在外经商多年的
村民胡在军回到家乡， 将自家老宅改建为怀旧
风民宿“岭南秀舍”，并拓展了娱乐、游玩、餐饮
等业务，不但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丰
富了当地民宿的特色风貌。

“大城大乡”的蜀山区调动要素，统筹发展，
城乡协调的发展格局日益成熟。

运河新城由郊野乡村成长为产城
融合新城；蜀山经开区实现产业升级、
区域扩展、能级跨越；南岗科技园发展
质量不断提升， 寿蜀产业园成为南北
共建典范园区； 天鹅湖商务区朝着国
际化商务区迈进，成为合肥的城市“会
客厅”和形象代言；新合肥西站破土生
长，高铁新城即将成为投资兴业的未来
新城；乡村振兴示范区由偏僻村落打造
成乡村 CBD、合肥人的“后花园”……
蜀山区全面建设“六大片区”，实现了
颜值之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蜀山区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城区
发展总体战略 ，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100%，主要河流水质明显改善，空气优
良率提升 22 个百分点。高标准实施生
态绿城工程，森林覆盖率达 35%，建成
5 个精品公园 、22 个口袋游园 、79 处
多彩花境、86 个垂直绿化点位， 新增
公园绿地面积 336.8 万平方米 ，位居
全市前列。

一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幸福
之城正在向阳生长。

为人民谋幸福

让群众昂首阔步新生活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 “国之大者”，
也是 2021 年蜀山最鲜明底色。

“以前每天上班，都不敢开车，单
位没有停车位，附近停车太难了，现在
有了这个停车场， 再也不愁停车了”。

日前， 位于长江西路与潜山路交口西南角的安
徽电气工程学校地面停车场正式启用，200 余
个停车位缓解了周边群众的停车难问题。

2021 年，蜀山区通过多种方式，累计新增
1500 余个停车泊位，有效缓解停车难，让办实
事、惠民生成为群众可见可感的生活便利。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将‘话筒’递给群众，
从群众最期盼、最需要处发力，是保障民生的重
要着力点。 2021 年初蜀山区政府承诺实施的 12
项民生实事项目已全部完成，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开局之年， 蜀山区在全市率先实施人大代
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 进一步提升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决策工作的科学化、 民主化和规范化水
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蜀山区政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2021 年 8
月份，蜀山区启动了 2022 年民生实事项目征集
活动，根据群众意见，形成了 30 个初选项目，经
6 轮意见征求， 选出 13 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后提交人代会票决出 10 项。 ”项目在具体实施
中也会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 这将进
一步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项目决策、监管、
评价体系。

回首来路，收获满满；展望前方，未来可期。
蜀山将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

着一年干， 努力推动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 就一定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
障，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高
分答卷。

（刘晓朦 徐冠男 秦宇/文图）

砥砺奋进新征程 创新实干再出发

开局之年的变迁， 合肥市蜀山区既有
大江大河的奔腾，也有一枝一叶的生长———

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8%， 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 35.7亿元、增长 5%；成为长
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盟

首批成员；市数字经济行业创新应用示范
基地成功落户， 市级大数据企业达 194

家、居四城区之首；外贸进出口逆势上扬，
建筑业总部不断汇聚， 增速分别超 69%、
25%，均居四城区首位；成功入选中国智慧
城市百强、“科创安徽” 首批试点城区；双
招双引再发力， 新签项目投资额 175 亿
元，外商直接投资 3.1 亿美元，继续领跑
四城区……

“十四五”开局的首考，蜀山区交出漂亮
答卷。 2022年，蜀山区仍将再鼓实干之劲、
再造发展之势、再聚和谐之力，全面开启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奋力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中当表率当示范，为合肥勇当“两个
开路先锋”，加快实现“五高”，聚力建设“七
城”贡献力量。

安徽自贸区合肥片区““蜀山区块””助力跨境电商加速发展。。

运河新城概念图。。

天鹅湖畔。。

蜀山乡村振兴示范区。。

市民在 22002211 年新建成的石台路公园休闲。。

工投··慧谷环境产业园效果图。。

中国环境谷。。

““十四五””开局之年，，合肥市蜀山区这样走过——————


